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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#

月
!$

日 星期二

!"

!

月
""

日!一位游客在淅川
县苍房镇欣赏油菜花" 进入春季
以来 ! 淅川县结合本地特色农
业 !适时推出农田观光游 !引来
了四面八方的游客"

!杨振辉 高帆"

!

月
#

日!鸡冠洞景区
$%"%

年春季导游服务质量提升活动
圆满结束"

据悉!

$%"%

年是旅游服务质
量提升年!鸡冠洞将导游服务质
量提升作为旅游服务的重要抓
手 !致力创新 !着力提高导游服
务水平 ! 全面提升导游队伍素
质!引导鸡冠洞旅游服务质量提
升活动向纵深拓展"

本次培训活动为期半个月!

培训活动包括军事化训练#礼仪
站姿训练和讲解技能强化等内
容 !并就导游服务技能 #导游文
化#溶洞旅游等内容组织导游集
中培训" 同时!景区于

!

月
$

日

举办诗词朗诵会! 以赛代训#以
赛促训!让导游在实战中提高素
质" !孟露露"

!

月
&

日上午! 郑州市黄河
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与
河南省中国旅行社战略合作签
约仪式在郑州黄河生态旅游区
举行!省旅游局副局长李亚白出
席了签约仪式"

近年来!黄河旅游风景区实
现了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!为进
一步发展景区的文化品牌#拓展
景区的旅游产品!景区引进省中
旅 !探索共同打造 #推介黄河文
化品牌!实现共赢" !吕桓宇"

$我们仰视炎黄始祖圣像庄
严宣誓%敬业爱岗!诚信经营!一起
推动民族美丽产业至高致远
&&'近日!来自全国各地的

&%%

多名美容业人士齐聚郑州黄河名
胜风景区炎黄广场! 心怀虔诚地
举行了一场寻根拜祖盛典"

在盛典上! 拜祖人员带着黄

丝带! 庄严肃穆地进行着敬献花
篮#敬献高香等流程" 此次拜祖发
起人广州大方泳嘉化妆品公司总
经理方东亚说!为表明虔诚之心!

拜祖组委会在拜祖前还到地上
$悬河'的起点#黄土高原的终点#

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取来了母亲
黄河水" !雷路展"

千亩槐林芬芳怡人!百亩桃
李争奇斗艳"

!

月中旬!金鹭鸵鸟
游乐园 $

$%'%

河南金鹭槐花节'

将拉开帷幕"

鸵鸟游乐园是赏花踏青的
好去处" 该景区堪称天然氧吧!

几百亩桃花#梨花组成绚丽的花
海!油菜花#海棠花 #紫玉兰 #紫
荆花也将陆续开放" 惊险刺激的
高山滑草 #摩天环车 #大型体能
娱乐场等上百项特色游乐项目
等您前来游玩" !扶秀丽"

!"##$%&&'(')'

本期关注

西峡龙潭沟
新闻速递

西峡恐龙遗迹园
!"##$%&##*&&&

大型实景演出是近些年在全国

各地兴起的一种舞台演出形式# 顾

名思义$ 其名所得显然源于其演出

的载体依托的是自然山水% 园林风

景等真实的景观$ 以及其舞台的大

型化和演员的众多# 除了实景和大

型化这种基本的形式特征之外$大

型实景演出另一个显见的特征是它

的综艺性$音乐%舞蹈%美术%戏剧等

艺术门类的紧密配合% 相得益彰使

其成为音% 像与故事高度聚合的奇

观$给观者以强烈的听觉%视觉和想

象力的刺激# 综艺性加上置景的真

实化使它类同于电影的前期制作#

再考虑到多数演出节目内容的多样

化$ 大型实景演出在艺术类型上实

际上是戏剧% 电影和综艺演出的结

合版#

大型实景演出之所以出现并

呈现出方兴未艾的乐观前景 $其

外在的原因当然是经济繁荣 %旅

游业勃兴带来的对旅游产品多样

化的需求& 从艺术发展的内在线

条上观察$ 大型实景演出是艺术

形式分化的一个结果# 在大众化

的今天$艺术的雅%俗分化趋于极

端化# 高雅艺术受到挤压$趋于专

业化%小型化$如室内乐和小剧场

话剧&而通俗艺术却通过吸纳多种

艺术形式% 技术手段制造视听奇

观$大型化%综艺化%技术化是实现

奇观化的路径$也是它的结果#

艺术的成功是在表达媒介功能

的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的$换句话说$

如何克服媒介的局限$ 使其焕发出

最大的活力$ 是特定艺术形式能否

成功的关键# 大型实景演出的大型

化与综艺化实际上对创作者提出了

严峻的挑战' 如何在一个观众参与

其中的现实情境中制造一种连续的

景象奇观# 尤其是当被表现的对象

不仅限于自然景象$ 而且包含了社

会历史因素时$ 这种挑战变得更加

难以克服#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$大部

分实景演出走的是(印象)美学的路

线# 所谓(印象)美学$包含着三个方

面的意思# 一是相对于连贯的%整体

性的经验和情境而言$(印象) 拾取

的是片断的%部分的情景与经验# 二

是相对于经过深思熟虑和历史积淀

的事件与情景而言$(印象) 讲述的

是瞬间的%感觉化的事件与情景# 三

是和绘画中的(印象派)有关$它创

造的是富有色彩感%视觉化%造型化

的画面$ 给人以强烈的色彩感和视

觉记忆# *印象+刘三姐,%*丽江印

象,%*云南印象,等都是这种(印象)

美学实践的典型代表#

*大宋+东京梦华,同样有这种

(印象)美学的痕迹$创作者在其宣

传词中明确宣示(九阕经典宋词和

一幅*清明上河图,串连的画面$将

精心选择的北宋印象包含进去$以

唤起一个民族对兴衰的思考和渴

望崛起的激情)# 尽管*大宋+东京

梦华, 选择的是一个更富历史感%

更宏大的题材$仍不得不以(印象)

相标榜$这一方面显示出(影响的

焦虑)!张艺谋模式"$ 另一方面也

说明$大型实景演出对(印象)美学

的一种天性式的依赖#

但是$看过*大宋+东京梦华,

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片段的%浮光

掠影的(印象)$不仅仅是只靠绚丽

的画面和虚浮的形式感勉强支撑

的连环画$也不是靠连篇累牍地堆

砌符号来制造文化噱头#它是写意

的$也是写实的&它是印象的$但也

有相当绵密的叙述&它靠声光电化

制造出炫目的音像奇观$ 同时$它

也靠颇具意味的叙事和象征框架

营造出一个有相当深度的意义空

间$ 引人留恋深思# 因此可以说$

*大宋+东京梦华,对(印象)美学是

有所突破的$或者$如果一定要将

大型实景演出的美学路线命名为

(印象)美学$我以为*大宋+东京梦

华,对此是有所丰富%有所添加的#

*大宋+东京梦华,展现的是北

宋王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#

这里既有波澜壮阔%硝烟弥漫的战

争场面$ 又有市井里巷里婚丧嫁

娶% 唤狗斗鸡的日常生活情景&既

有宫廷里万朝使官朝贺的庄严%神

圣$也有青楼瓦肆中丝竹管弦的悠

游情调#如此宽广%深邃%复杂的社

会生活应该是由电影来表现的$对

于一个相对固定的舞台来说$哪怕

是大型的实景舞台来说$如何表现

它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#

首先是空间---幅度宽阔的社

会生活需要有机的生活场景来表现$

众多而又由机关连在一起的生活场

景对于空间有限的舞台来说是需要

巨大的创造性才能实现的#更严峻的

挑战还来自于对时间主题的表现#由

于缺乏电影通过剪辑% 场景移换%蒙

太奇等手段表现时间主题的自由度$

甚至也不便于像传统舞台演出那样

通过布景转换%化装等手段来提示时

间的交替$大型实景演出在表现时间

主题方面存在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

缺陷$ 使其对空间的依赖程度非常

大#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$大部分大型

实景演出走向了以造型%画面%色彩

等为主要形式的(印象)美学之路#而

*大宋+东京梦华,创造性地通过九阕

词和一幅名画张择端的 *清明上河

图,$ 自然天成地将时间和空间有机

地融合起来$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历史

更替与朝代兴衰的主题#

下期请看!作家眼中的"大宋#

东京梦华$ 大型系列报道之十六!

"大宋#东京梦华$之赏%二&

作家眼中的"大宋#东京梦华$

大型系列报道之十五
!"#$%&'()*+

---*大宋+东京梦华,之赏!一"

"

孙先科

为了抢抓郑西高铁开通给
三门峡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新机
遇 !把旅游宣传做 $亮 '!进一步
扩大虢国博物馆在海内外的知
名度和影响力!让更多的人知道
虢国墓地 !了解虢国文化 !虢国

博物馆制定相关旅游优惠政策!

强力推动 $引客入峡'! 从
$%"%

年
!

月
"

日起至
$%""

年
(

月
()

日! 凡持郑西高铁车票的游客!

到馆参观享受半价优惠"

!姜淑华"

$我马上要去上海!与世博会的
组委会接触!商谈向

$%%

多个世博
会服务厅发放河南旅游资料的
事" '

!

月
$

日!记者见到正在忙碌
的省旅游局副局长何琳"

她马上启程去上海! 为河南旅
游更广泛地进入世博会做最后的
努力" 包括邀请世界

*+%

强企业召
开联谊会等事宜"

世博掀起了全球对上海的瞩
目
,

也将引起世人对中华文化的探
寻和期待

,

五千年的文明史奠定了
河南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

,

世
博连接了时尚的上海和古老的河

南
,

早在半年前!省旅游局就整合全
省旅游资源 !设计古都之旅 #寻根
问祖之旅 #养生保健之旅 #太行山
水之旅 #黄河文明之旅 #豫南色彩
之旅 #中原文博之旅 #工艺美食等
多条河南特色世博旅游线路迎接
世博游客"

省旅游局的旅游促进处和对外
旅游合作处是这次世博会上的主
力" 已经敲定的世博会河南旅游机
场宣传周 !早在春节前 !他们就与
上海机场方面商定了为期七周的
河南整体形象宣传周 !届时 !向出
入世博的海内外游客全面推介河

南旅游的整体形象" 以期吸引大型
旅游批发商 #游客 #长三角的商务
客人来河南考察观光"

日本# 韩国一直是河南重要的
入境游客源国 ! 省旅游局未雨绸
缪!去年上半年就开始与日韩的旅
行商接触! 商谈世博会旅游对接"

目 前 已 经 与 日 本 最 大 的 旅 行
商(((日本旅行签订了合作协议!

协议包括!向常住上海的
"+

万日本
人推介河南旅游!签订系列包机协
议" 据悉!世博会期间 !将有约

-+

个航班运载日本游客到河南来旅
游" 对外旅游合作处也已经与韩国

旅行商签订了协议!从
*

月
(

日开
始 !向河南运送韩国游客 !整个世
博会期间将运送游客

$

万人次"

就在刚刚过去的
(

月 !$

$+"+

走进世博(((旅游大篷车'河南宣
传推广活动圆满成功!分别在开封
府广场 #郑州鑫苑名家社区 #索菲
特国际饭店举办了$世博进景区'#

$世博进社区'#$世博旅游之夜'等
活动" 借$

$+"+

走进世博(((旅游
大篷车'宣传推广活动在河南举办
之际 ! 我省大力宣传河南旅游产
品" 推出多条河南特色世博旅游线
路迎接世博游客!并印制了专门的

宣传折页" 在$世博旅游之夜'活动
上! 进行了河南世博旅游线路的演
讲和推介! 并制作了多媒体进行同
步播放!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!增
强了北京#上海#江苏#安徽的大型
旅游企业组织世博游客到河南旅游
的信心"我省

(+

多家主要旅行社与
$大篷车'的成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
交流! 就如何推广世博旅游及加强
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商谈! 并达成了
多项利用世博平台! 互送客源的合
作意向"

一场以世博为由的旅游盛宴已
经拉开序幕!这一切值得期待)

距上海世博会开幕不足一个月

的时间了$ 全国各地争推 (世博之

旅)$河南省旅游向世博会的游客推

出了哪些旅游大餐. 本报对省旅游

局进行了采访#

,-./01234567

本报记者 王小萍

一辆辆喷绘精美的大篷车 !

一个个造型可爱的卡通人! 成了
一道靓丽的风景线"

!

月
$

日至
*

日!喷着白云山精美图片的大篷
车队巡游于郑州#开封#焦作 #新
乡等地!披$中国最美的地方白云

山' 字样授带的卡通人活跃在社
区#学校!开展旅游宣传活动" 据
悉! 本次巡游活动将持续到

!

月
"*

日"

!

月
$

日!白云山巡游队伍一
出现在开封鼓楼! 便有很多市民
争相索取白云山资料" 特别是

!

月
(

日上午! 身穿米老鼠# 唐老
鸭#机器猫#太阳人造型的卡通人
的巡游队伍! 在郑州绿城广场被
市民围得水泄不通! 大家不断地
招手#嬉戏#合影留念!吸引着众
多市民上前咨询" 小朋友们看到
卡通造型更是欢欣雀跃! 从巡游

开始到结束! 一直尾随着巡游队
伍" 一时间!白云山成为绿城广场
数万市民谈论的焦点" 许多市民
说!这种宣传方式新颖独特!富有
情趣!给人印象深刻"

白云山管理局局长党六平
说! 本次大篷车巡游活动是白云
山景区在春季进行的市场预热活
动!也是今年主要宣传形式之一"

第二次巡游活动将安排在
*

月
份!届时 !将出动巡游车辆

(+

余
辆!巡游全国

(&

个地市 !以强烈
的视觉冲击力带动各地市场 !真
正把白云山推向全国"

新乡八里沟景区桃花湾

!

月
"

日! 平顶山市旅游局推
出了 $春到鹰城 近悦远来'(((平
顶山市旅游景区

!

月份免费游活
动"

!

月
"

日至
!

月
(+

日!平顶山
市

.

个
/

级景区*尧山#画眉谷#昭
平湖 #二郎山 #叶县县衙 #三苏园 #

怪坡+和已经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
旅游基础设施#安保设施和管理到
位的景区

0

中原大佛#六羊山#龙潭
峡#好运谷 #知青园 #十八垛 #航展
馆#林丰庄园 #灯台架 #祥龙谷 #香

山寺#风穴寺
1

共
"2

个景区!相互搭
配 !形成错峰 !在整个

!

月份实行
循环免门票开放"

消息一出! 平顶山市立刻成为
人们关注的热点!鲁山县作为平顶
山市的旅游大县!更成为大家视线
的焦点" 免费活动时已近半!鲁山
旅游热度持续不减"

国家
!/

级旅游景区尧山 !最
高峰时游客接待量突破

'*+++

人
次 !晚上六时 !景区内所有宾馆均

已满员" 来自河南大学#郑州大学
等诸多学生团队成为山间最活跃
的身影" $我们今年就要毕业了!趁
着这次免票的机会!同学们相约尧
山! 为的是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"

我们已经约定! 毕业十年再相聚!

还在尧山) '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小
李眼中闪烁着泪光"

国家
(/

级旅游景区画眉谷!以
其动人的名字# 活泼的少数民族表
演#参与性极强的篝火晚会#成熟的

农家乐!吸引着省内外的游客!游客
接待量直逼尧山 ! 最高峰时突破
'!+++

人次"

!

月
&

日和
2

日!虽然是
周四#周五!每天游客也突破了

!+++

人次!较平时增长
!+3

"

在平顶山市免费游活动开始的
前夕! 中原大佛景区于

(

月
$.

日启
动了$免门票!拜佛祈福'活动" 此活
动将一直持续到

$+"$

年
(

月
$.

日!

这次长达两年的免门票是河南旅游
景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免票惠民行动"

据悉!免票以来!中原大佛景区每天
接待的游客都突破千人! 最高峰时!

突破了
"*+++

人次"

玉京温泉#皇姑浴温泉#森林温
泉鲁山三大温泉酒店!依然继续着周
末和节假日爆满的成绩!均出现$一
房难求'的场面"更可喜的是!近半个
月来!由于几乎每天鲁山都有景区免
门票!让利游客!酒店的会议接待量
明显增加!酒店非节假日的入住率随
之提高!达到

&+3

以上"

鹰城免费游 近者悦远者来

8 9 3 4 : ; <

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通讯员 段双萍

似知春的候鸟一般! 一进四
月! 到万仙山写生的学生马上多
了起来!有河南周边美院的!也有
北京#广州等大城市远道而来的!

会集到万仙山! 分散在青山绿水
之间"

万仙山是全国知名的写生基

地" 中央美院#广州美院等
(++

多
所艺术院校每年春季都派大批学
生前来写生"

乳泉门边!汉柳树旁!郭亮村
的房前屋后! 写生的学生随处可
见" ,崖上人家-#,郭亮春晓-#,汉
柳逢春-等一幅幅精彩的画卷!在
学生们的手中一一显现! 画笔丹
青!点彩勾勒!颇具大家风范"

美丽的天池 !更是写生学生
的必修课" 一边是幽绿平静的潭
水! 一边是飘洒而下的飞流 !两
岸红色的山体! 石围的栏杆 !完
备了唯美的构图 " 方圆几米 !坐
着十几名写生的学生 ! 临景作
画!神情专注"

春山水涨!山泉叮当!白龙潭
瀑布#磨剑峰瀑布#丹分沟峡谷 !

水景绝佳! 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
写生地点"

学生们专心作画身影 !也成
了万仙山大画卷的一景 !还引发
了不少$故事'呢"郑州游客张女
士告诉我们!女儿报的美术班一
直学习兴趣不大 !看到万仙山这
么美的景色!这么多的哥哥姐姐
写生 !她的兴致也高了 !说回去
后一定好好学画 !将来要考中央
美院"

网址%

44454678967:;6757<=

热线%

+(.'

(

----2$*&

-(*-(.('

=>?@ A4=B

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相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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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金鹭槐花节(

#

月中旬举行

!

月
''

日!省旅游局和郑州
市旅发委在中原区风和日丽社
区举行$文明旅游#理性消费'公
益宣传" 即日起至

'-

日!郑州市
各县 *市+# 区将陆续举行该活
动!市民有旅游方面的问题可前
去咨询或投诉"

据了解!今年是国家旅游局
确定的旅游质量提升年 ! 举行
$文明旅游# 理性消费' 公益活

动!旨在引导消费者出游时理性
消费!避免陷入低价陷阱" 在宣
传活动中!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
会负责人向全市旅行社发出$诚
信经营'倡议" 樱桃沟景区也发
放了,品质旅游出行提示-和,樱
桃沟景区旅游指南-! 并现场讲
解第四届樱桃节期间该如何文
明旅游 #理性消费 #保障旅游安
全!赢得好评" !钟少宇"

!

月
''

日上午!游客在淇县
古灵山景区梨花坡欣赏古筝演
奏" 当日!为期一周的第六届梨
花节在该景区隆重开幕" 来自周
边地区的数千名游客和

*++

多
名中学生参加了开幕式" 游客们
或观赏梨花

,

或荡舟#登山!尽享
美好春光" !黄强 燕丽洁"

持高铁车票 半价游虢国

为回馈省内外各界人士对
平顶山旅游的关心 # 支持和厚
爱 !平顶山市旅游局推出了 $春
到鹰城 近悦远来'(((平顶山市
旅游景区四月份免费游活动"

!

月
'(

日!尧山 #龙潭峡 .

!

月
'!

日! 二郎山# 灯台架.

!

月

'*

日! 二郎山# 灯台架.

!

月
'-

日!画眉谷#好运谷#十八垛.

!

月
'.

日!中原大佛#六羊山.

!

月
'&

日!三苏园#知青园#香山寺.

!

月
'2

日!叶县县衙#祥龙谷景区将
向广大游客免票"

!董冲"

南方商会河南拜祖

黄河生态旅游区与省中旅战略合作签约

平顶山景区四月免费游

公益宣传倡导文明旅游

灵山梨花坡上赏花忙

鸡冠洞着力提升导游服务质量

!

月
'+

日!西峡老君洞景区
首届紫荆花节正式启动" 本次节
会为期一个月!游客在饱览紫荆
胜景的同时!还可欣赏集老子道
教文化和西峡民俗文化于一体
的文艺晚会!其间还将举行幸运
游客大抽奖和以汽车票价坐飞
机的$体验飞'旅游惠民活动"

0

朱天玉 李晋"

农田观光游 乐了淅川人

西峡老君洞紫荆花节开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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